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孙建国） 近日， 怀柔区中医医院
举办了“药膳食疗调理 天使美厨
养生”药膳展示活动，并邀请患者
免费品尝美味。

活动中， 怀柔区中医医院共
展示了7类50余道药膳。为了吸引

群众的注意力，中医院的各位“大
厨”下足了功夫，使药膳达到既美
味，造型又吸引眼球。医护人员还
向现场群众讲解了药膳的组方、
制作、功效等知识，并为现场观众
展示了养生气功八段锦， 传播中
医运动养生的保健理念。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5月

16日至22日， 亚洲美食节在奥林
匹克公园庆典广场设立美食节主
会场。 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
到， 亚洲美食节主会场共设八大
主题展馆， 同时还在国贸商城、
蓝色港湾 、 合生汇 、 朝阳大悦
城、 金源购物中心、 五棵松华熙
6个商圈和顺义区中粮·祥云小镇
多点联动。

据介绍， 八大主题展馆由亚
洲特色餐饮馆、亚洲特色小吃馆、
亚洲风味饮品馆、 面点冷拼素食
馆、 老字号与非遗馆、 餐饮文创

馆、亚洲特色食材馆、餐饮新科技
馆组成。除了主题展馆，美团点评
和阿里口碑两大美食电商平台联
合北京朝阳合生汇、 华熙LIVE·
五棵松、北京世纪金源购物中心、
朝阳大悦城、国贸商城、SOLANA
蓝色港湾等6个重点商圈，开展亚
洲美食促消费活动，顺义区中粮·
祥云小镇也在活动期间提供丰富
多元的亚洲美食体验。

据统计 ， 本市共有300家线
下和2000家线上亚洲美食餐厅联
合促销。 本次活动也是北京亚洲
美食板块的首次整体亮相， 参与

活动的电商平台和亚洲美食餐厅
推出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活动期
间还将推出北京亚洲美食餐厅必
打卡榜， 推介一批名厨、 名菜，
为消费者做好消费指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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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6商圈2300家餐厅开启亚洲美食节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15日，
北大人民医院在全国率先实现医
院智慧服务诊后管理体系的建
设，提升患者诊后医疗服务水平。

北大人民医院通过医疗信息
化升级， 打造的智慧服务诊后管
理体系， 实现了就医患者处方在
线流转、就近取药、网订店取、网
订店送的“用药便捷化”和“复诊
便捷化”服务模式。依托智慧服务

“诊后管理”新平台，患者可以选
择门诊或线上复诊。 医生根据患
者的复诊情况及用药需求， 开出
外延处方经提交至医院药师审
核，审核通过后上传至“处方信息
共享平台”,平台将处方信息以短
信的形式推送给患者， 患者可自
主选择到任何一家平台药店完成
线下购药或选择药品配送到家，
轻松完成复诊和购药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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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日前 ，
北京市发改委对顺义区机场北线
南路、白良路、裕泰路3项道路工
程立项审批。这3条路紧邻友谊医
院顺义院区， 建成后不仅作为医
院配套设施， 还将辐射周边生活
区、办公区，方便居民出行。记者
了解到， 友谊医院顺义院区正在
加紧建设当中，其周边3条交通线
路———机场北线南路、白良路、裕

泰路也将于年内开工。
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在后沙峪

镇落户， 规划用地面积285亩，目
前主体工程已经开工建设。 本市
结合后沙峪地区发展需要， 梳理
形成了医院周边配套设施工程
包，共涉及5项工程：友谊新街、机
场北线南路、白良路、裕泰路、天
北路。据了解，这5项工程计划分3
年实施完毕，预计2021年完工。

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在京开幕

本报讯（记者 任洁）记者从5
月16日在北京开幕的国际人工智
能与教育大会上获悉，目前，北京
地区已有40所高校培养与人工智
能直接相关的大学生， 相关领域
在校生逾四万人。

据了解， 此次大会由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
国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来自110余个国家政府代表
和多个国际组织、 教育及研究机
构的官员与学者将共同探讨规划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

大会以 “规划人工智能时代
的教育：引领与跨越”为主题，将
探讨分析新技术发展对未来教育
的影响， 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为
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探讨人
工智能时代教育发展的方向、理
念，共同应对数字鸿沟、数据安全

与伦理问题等挑战。
会议期间将举行人工智能与

教育小型展览， 通过直观生动的
形式向世界介绍我国人工智能技
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情况。 该展
览涵盖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和高
等教育、教师发展、教育管理等，
每个展区均有可互动、 可体验的
展品， 展现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
中的应用场景和效果。

目前， 北京地区有40所高校
培养与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大学
生， 在校生41169人 ， 相关教师
8501人， 各高校开设的人工智能
学科主要分为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通信工
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石油天然气工程等6大学科。其中
32所高校拥有与人工智能直接相
关学科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在
校硕士生3.2万人，在校博士生1.2

万人；8所高校建有人工智能学院
或研究院，另外，相关国家级科技
创新平台有16个 。 在北京中 小
学 ，人工智能正以各种形式进
入课堂， 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教
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弊端， 形成
了以学生为中心、 关注学生成长
变化的全新教学方式。

北京市提出，到2020年，本市
将初步建成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和科技创新
体系， 北京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
养和科技创新优势进一步增强，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与示
范进一步扩展， 人工智能成为教
育变革新动力。到2030年，北京人
工智能科技创新和转化应用引领
世界， 人工智能与教育相互高效
赋能，智能教育取得显著成效，为
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强
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出台 《北京市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监
理人员配备管理规定》，提高总监
理工程师任职要求。 本规定实施
后新取得注册监理执业资格证书
的人员， 担任本市工程项目总监
理工程师的， 在现行相关规定的
基础上， 同时要求具备工程类相
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且
具有3年以上监理工作经验。

根据规定， 下列建设工程的
总监理工程师在工程施工期间不
得兼任其他工程的总监理工程
师， 包括： 列入本市重点项目计
划， 单体10万平方米及以上的非
住宅项目；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
筑规模10万平方米及以上保障性
安居工程项目或超过30万平方米
的普通住宅工程；投资超过5亿元
的市政公用工程； 建设工程监理
合同约定的其他工程。

北大人民医院建智慧服务诊后管理体系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12
日， 北京市2019年防灾减灾日主
题宣传活动在一零一中学举行。
活动以宣传防灾、减灾、救灾及应
急知识， 普及避灾自救互救技能
为主要内容。

本次活动主题展示分为走进
一零一、 主题展示区、 亲子互动

区、专题活动区、消防实训区、安
全大剧院六大区域。 在防灾减灾
主题展区， 最吸引人的是海淀区
中学生防灾减灾主题绘画作品
展， 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对平安
生活的美好期盼；步入“亲子互动
区”， 以防灾减灾为主题的4个互
动体验游戏吸引众多家庭参与。

40所在京高校培养人工智能领域学生

防灾减灾宣传活动走进一零一中学

总监理工程师任职要求提高

本报讯 （记者 邱勇）在第二
十九次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
16日上午，北京市司法局、市残联
举行公证助残服务签约仪式，市
残疾人维权中心与市公证协会签
订《残疾人公证服务合作协议》。

市司法局、 市残联为深入贯
彻落实司法部、中国残联《关于开
展 “法援惠民生 关爱残疾人”法
律援助品牌建设的通知》 及司法
部《关于“十三五”加强残疾人公
共法律服务的意见》精神，向残疾
人提供优质、优先、优惠、便捷的
公证服务， 市残疾人维权中心与
市公证协会推出9项公证助残惠

残措施： 一是各公证处向残疾人
减免公证费、服务费等公证费用；
二是开通绿色通道， 各公证处安
排专人引导残疾人申请办理公证
事项，实行公证员“首问负责制”，
同等条件优先办理； 三是向残疾
人提供代书、代办等便利服务，践
行“最多跑一次”的承诺；四是做
好风险提示及权利义务告知，切
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 五是完
善服务设施， 为残疾人申请办理
公证事项创造无障碍环境； 六是
建立市、区残联与市、区所属公证
处的工作协调机制， 开展有针对
性的公证助残公益法律服务活

动；七是建立公证处与培智学校、
残疾人托养中心等结对帮扶机
制，组织开展“心连心 手拉手”爱
心帮扶公益活动； 八是组织公证
人员深入温馨家园、 残疾人企业
等场所， 开展有针对性的公证法
律服务宣传咨询活动； 九是加大
公证助残公益法律服务活动的社
会宣传力度，加强宣传推广。

目前， 全市25家公证机构为
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相应的公证
服务， 极大地方便了残疾人。9项
措施的实施， 将对预防残疾人纠
纷、减少残疾人诉讼、化解矛盾风
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各公证机构向残疾人减免公证费
市司法局、市残联签订《残疾人公证服务合作协议》

怀柔中医“大厨”邀请患者品尝药膳

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周边3条路年内开工

再再生生水水浇浇灌灌世世园园花花
昨天，记者在参观延庆城西再生水厂时了解到，目前，为服务保障

世园会及周边配套设施园林绿化和景观每天平均1.2万立方米再生水
需求，该厂制定详细保障预案，并多次应急演练。世园会期间，该厂每天
对设备及再生水水泵站进行检修、维护、保养工作，做到“风险有预案、
管理无盲区，责任可追溯、整改零时差”。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周六93家博物馆免费开放
“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启幕 将推108项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5·18
国际博物馆日”来袭，今年的主题
为“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
的未来”。 昨天，记者从市文物局
获悉，北京地区博物馆将有108项
主题活动陆续开展，93家博物馆
当天向公众免费开放。

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
今年博物馆日更注重发挥各不同
层次博物馆的主观能动性， 充分
挖掘其自身资源， 以老百姓喜闻
乐见的方式来提供博物馆服务。
主题活动百花齐放， 大、 中、 小
不同规模的博物馆齐上阵， 综合
类博物馆、 专题性博物馆、 名人

故居纪念馆等不同类型的博物馆
齐发力， 展览、 讲座和活动等不
同的丰富形式齐奉献， 让不同年
龄层段、 不同社会角色、 拥有不
同文化体验需求的公众都能找到
专属于自己最棒的 “逛” 博物馆
方式。

其中 ， 故宫博物院推出的
《故事集 ： 古建工程师的一甲
子———于倬云诞辰百年纪念展 》
《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
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嘉靖、
隆庆、 万历瓷器对比展》 两大展
览、 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 《泱
泱齐风———山东古代文物菁华 》

展览等将令资深文物爱好者大饱
眼福； 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新
文化运动纪念馆） 推出的 《旧墨
新声： 新文化名家手泽》， 茅盾
故居推出的 《茅盾先生生平展》、
北京李大钊故居推出的 “青春之
我共铸青春中华” 红色图书交换
活动等将令莘莘学子体悟文化名
人的时代精神。

同时， 北京市文物局经过一
年的潜心打造， 推出 “北京市博
物馆大数据平台” 公共服务客户
端， 并将于5月18日正式上线 ，
让公众享受到足不出户也能云逛
博物馆的文化体验。


